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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

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207.64 亿元人民币，担保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银行授信中引

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

的反担保。 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201.24 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98.7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02.54亿元。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

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

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

行苏州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

能源（苏州）有限公司（由“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更

名而来，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与招行苏州分行签署了《质押合同》。约定公

司与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仓发电” ）向招行苏州分行申请的 8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7 月 9 日至 2036 年 1 月

25日期间太仓发电在 8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招行苏州分行办理约定的

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全部债权的 51%，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2,

764万元人民币。

2、2021年 8月 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溪支行（以下简称“金华银行兰溪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协

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兰溪热

电” ） 向金华银行兰溪支行申请的 2,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4 年 8 月 2 日期间兰溪热电在

2,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金华银行兰溪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00 万

元人民币。

3、2021年 8月 19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

鑫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鑫源” ）分别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租赁” ）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下属子公司中

山德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德丰源” ）与融和租赁签署了《股权质押

合同》，约定智慧能源、江苏鑫源与中山德丰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肇庆华海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华海” ）向融和租赁申请的本金为 57,000 万元人民

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保

证的主债权为自 2021年 8月 19日至 2031年 8月 18 日期间融和租赁基于融资租

赁主合同对肇庆华海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0元人民币。

4、2021年 8月 2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公司下属子公司海门鑫

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鑫源环保” ）与江苏海门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农商行” ）签署了《债务加入协议》，约定协鑫智慧

能源为海门鑫源环保向海门农商行申请的 5,100万元人民币授信承担共同清偿责

任，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期间海门鑫源环

保在 5,1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海门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

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债务加入协议》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5,100 万元

人民币。

5、2021年 8月 27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向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梧桐支行（以下简称“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 ） 出具了 《保证

函》，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桐乡濮院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濮院协鑫” ）向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申请的 7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至 2022 年 8 月 25

日期间濮院协鑫在 7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浙江农商行梧桐支行办理约定

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函》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00万元人民币。

6、2021年 9月 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

属子公司辽宁聚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聚鑫风电” ）向光大金租

申请的本金为 20,200 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年 9月 22 日至 2033 年 9 月 22 日期间光大金租

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辽宁聚鑫风电所享有的 12 年期限融资租赁业务全部债

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5,378.32 万元

人民币。

7、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鑫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源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兰溪热电与协鑫

智慧能源向鑫源租赁申请的本金为 7,5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9 月 17 日至 2024 年 9 月

16 日期间鑫源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兰溪热电和协鑫智慧能源所享有的全

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500 万元人民

币。

8、2021年 9月 23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金华银行嘉兴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协鑫” ）向金华

银行嘉兴分行申请的金额为 1,25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

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期间嘉兴协鑫在 1,250 万

元人民币内与金华银行嘉兴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

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00万元人民币。

9、2021年 9月 24日，公司与江苏赣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赣榆农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连云港协鑫

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生物质” ）向赣榆农商行申请的金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9 月

24日至 2024年 9月 10日期间连云港生物质在 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赣

榆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00 万

元人民币。

10、2021年 10月 12日，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长江联合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金租” ）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下属子公

司协鑫南方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智慧能源” ）与长江金租签

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南方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子公

司雷山县天雷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山风电”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

13,000 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股

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31 年 10 月 11 日期间

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雷山风电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

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权利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 0元人民币。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余额

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1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56,355.96 9.84% 11,632.89 2.03%

2

、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334,000.00 58.31% 204,377.32 35.68%

3

、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1,390,075.28 242.69% 871,788.49 152.2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

1,780,431.24 310.84% 1,087,798.69 189.9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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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环球印务”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本次会议” ）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以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七人（其中：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两人，分别为董事蔡红军、独立董事蔡弘）。公司监事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移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合并报表的影响为：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406.97 万元、 资产总额增加 406.97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增加

406.97 万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涉及追溯调整。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由于不涉及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者弥补亏损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为应当进行审计的其他情形，因此，财务报告不需要进行审计。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及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

客观反映，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

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21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及《2021 年半年度报告》（更新后）。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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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以电话、邮

件、书面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其中：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一人，为监事赵坚先生）。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党晓宇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

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

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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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合并报表的影响为：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406.97 万元、资产总额增加 406.97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增

加 406.97 万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涉及追溯调整。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二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 公司已对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

不涉及追溯调整，现将有关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及会计处理：

1、对部分已形成收入的研发支出未结转至“营业成本” 。公司研发活动形成的产品

若对外出售，应将相关产品成本计入“营业成本” 。本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因工作疏漏，

将研发活动形成的产品中，部分对外销售产品未按照“收入成本配比” 原则确认为“营

业成本” ，而是在“研发费用” 科目列示。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针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该事项仅对“合并

利润表” 中的“主营业务成本额” 、“研发费用” 进行重分类，不涉及追溯调整、不影响合

并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等项目。 该项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直接科目调整如

下：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金额

合并利润表

营业成本

1,415,036,653.79 1,452,150,021.94 37,113,368.15

研发费用

62,891,234.78 25,777,866.63 -37,113,368.15

2、对子公司剩余股权在丧失控制权日未按照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司原持有陕

西永鑫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永鑫” ）70%股权，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陕西

永鑫于 2020 年 12 月实施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增加至 2,857.14 万元。本

次增加注册资本 857.14 万元， 全部由陕西永鑫原持股 30%股东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宏股份” ）认购，公司同意放弃对于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增

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陕西永鑫的股权比例由 70%下降至 49%，对陕西永鑫不再具有控制

地位，陕西永鑫于 2021 年起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因对《企业会计准则》的理

解不准确，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陕西永鑫剩余股权在丧失控制权日未按照

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针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该项会计差错更

正将影响公司已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406.97 万元，不涉及追溯调整。

具体会计处理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一合并财务报表》及应用指南，对于

陕西永鑫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即处置股权

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

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 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

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的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等，应

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入当期损益。该项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直接科目调整如下：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金额

合并资产负债

表

长期股权投资

114,987,273.37 119,056,944.52 4,069,671.15

资本公积

48,366,319.36 45,195,070.59 -3,171,248.77

未分配利润

386,151,434.15 393,392,354.07 7,240,919.92

合并利润表 投资收益

7,816,208.20 11,885,879.35 4,069,671.15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

会计差错更正仅对《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信息进行更正，不涉及追溯

调整，上述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上述会计差错对 2021 年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营业收入

（

元

）

1,625,130,768.07 1,625,130,768.07 846,595,674.22 91.96% 9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3,749,269.45 77,818,940.60 41,392,973.76 78.17% 8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7,300,289.25 71,369,960.40 37,210,886.57 80.86% 9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66,233.16 966,233.16 -82,862,327.04 101.17% 101.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9 0.31 0.16 81.25% 93.7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9 0.31 0.16 81.25% 9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4% 11.02% 6.62% 3.82% 4.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总资产

（

元

）

1,641,383,559.02 1,645,453,230.17 1,499,501,682.56 9.46%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25,789,666.67 729,859,337.82 669,611,645.99 8.39% 9.00%

（二）上述会计差错对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具体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金额

合并资产负

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114,987,273.37 119,056,944.52 4,069,671.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647,667,910.63 651,737,581.78 4,069,671.15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1,641,383,559.02 1,645,453,230.17 4,069,671.15

资本公积 期末余额

48,366,319.36 45,195,070.59 -3,171,248.77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386,151,434.15 393,392,354.07 7,240,919.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期末余额

725,789,666.67 729,859,337.82 4,069,671.15

股东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806,410,392.47 810,480,063.62 4,069,671.1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1,641,383,559.02 1,645,453,230.17 4,069,671.15

合并利润表

营业成本 本期金额

1,415,036,653.79 1,452,150,021.94 37,113,368.15

研发费用 本期金额

62,891,234.78 25,777,866.63 -37,113,368.15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7,816,208.20 11,885,879.35 4,069,671.15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本期金额

7,816,208.20 7,718,217.87 -97,990.33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100,857,109.40 104,926,780.55 4,069,671.15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100,853,727.75 104,923,398.90 4,069,671.15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88,031,560.96 92,101,232.11 4,069,671.15

持续经营净利润

（

净亏

损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88,031,560.96 92,101,232.11 4,069,671.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本期金额

73,749,269.45 77,818,940.60 4,069,671.15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金额

88,031,560.96 92,101,232.11 4,069,671.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金额

73,749,269.45 77,818,940.60 4,069,671.15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金额

0.29 0.31 0.02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金额

0.29 0.31 0.02

合并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

资本公积

-

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72,000,000.00 -75,171,248.77 -3,171,248.77

资本公积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本期金额

- -3,171,248.77 -3,171,248.77

资本公积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

其他

本期金额

- -3,171,248.77 -3,171,248.77

资本公积

-

本年年末

余额

本期金额

48,366,319.36 45,195,070.59 -3,171,248.77

未分配利润

-

本年增

减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56,178,020.68 63,418,940.60 7,240,919.92

未分配利润

-

综合收

益总额

本期金额

73,749,269.45 77,818,940.60 4,069,671.15

未分配利润

-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资本

本期金额

-3,171,248.77 - 3,171,248.77

未分配利润

-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资本

-

其

他

本期金额

-3,171,248.77 - 3,171,248.77

未分配利润

-

本年年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86,151,434.15 393,392,354.07 7,240,919.92

小计

-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本期金额

56,178,020.68 60,247,691.83 4,069,671.15

小计

-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金额

73,749,269.45 77,818,940.60 4,069,671.15

小计

-

本年年末余额 本期金额

725,789,666.67 729,859,337.82 4,069,671.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本

年增减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59,696,124.86 63,765,796.01 4,069,671.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

综

合收益总额

本期金额

88,031,560.96 92,101,232.11 4,069,671.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本

年年末余额

本期金额

806,410,392.47 810,480,063.62 4,069,671.15

母公司利润

表

投资收益

-

其中

：

对联

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本期金额

10,058,023.69 7,718,217.87 -2,339,805.82

三、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的更正事项

（一）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的更正事项

1、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第四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

本报告期相关金额有变动；

2、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 “一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部分

相关金额变动；

3、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三 主营业务分析” 项下“营业成本”“研

发投入”“投资收益” 及“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 部分相关金额变动；

4、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 非主营业务分析” ，“投资收益”“占

利润总额比例” 相关金额变动；

5、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五 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资产构成重大

变动情况“长期股权投资”“占总资产比例” 相关金额变动；

6、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中“十二 重大合同及期履行情况” ，“重大担保”“实

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相关比例变动；

7、“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二 财务报表” 相关科目金额有变动；

8、“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三、公司基本情况” 相关部分有变动；

9、“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17 项“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金额变动；

10、“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55 项“资本公积” 相关

金额变动；

11、“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60 项“未分配利润” 相

关金额变动；

12、“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61 项“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 相关金额变动；

13、“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65 项“研发费用” 相关

金额变动；

14、“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68 项“投资收益” 相关

金额变动；

15、“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76 项“所得税费用” 相

关金额变动；

16、“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第 79 项“现金流量表补

充资料” 相关金额变动；

17“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 ；

18、“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十八 补充资料” 第 79 项“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相关

金额变动。

（二）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事项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第二点“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本报告期相关金额

有变动。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及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

客观反映，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

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一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

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86� � � �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21-083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8）。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横沥支行、交通银行深圳香洲支行、宁波

银行深圳光明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1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3）。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部分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本次取得理财

收益 2.56 万元，并已将本金及收益划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二、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情况

单位：万元

签约银

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是否赎

回

到期收益

中国银

行深圳

石岩支

行

（

深圳

）

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103665

结构性存款

760 2021/5/12 2021/6/17

1.50%

或

3.91%

是

2.93

（

深圳

）

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103666

740 2021/5/12 2021/6/18

1.49%

或

3.90%

是

2.93

（

深圳

）

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103667

3,510 2021/5/12 2021/8/11

1.50%

或

4.51%

是

13.13

（

深圳

）

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2103668

3,490 2021/5/12 2021/8/12

1.49%

或

4.50%

是

39.59

宁波银

行深圳

光明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3,000 2021/5/12 2021/8/11

1.00%

或

3.40%

是

25.43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横

沥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7,000 2021/5/14 2021/8/16

固

1.55%

浮

1.70%

是

58.76

1,500 2021/5/14 2021/6/15

固

1.45%

浮

1.55%

是

3.98

交通银

行深圳

香洲支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1/5/17 2021/6/22

2.80%

或

2.60%

或

1.35%

是

2.56

3,500 2021/5/13 2021/8/17 1.65%-4.71%

是

14.24

3,500 2021/5/13 2021/8/17 1.65%-4.71%

是

44.79

东莞农

村商业

银行横

沥支行

单位

“

益存通

”

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款

1,700 2021/9/10 2021/11/10

1.55%

或

3.20%

或

3.30%

否

--

4,000 2021/9/10 2021/12/10

1.65%

或

3.30%

或

3.40%

否

--

交通银

行深圳

香洲支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务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1/9/9 2021/10/15

1.35%

或

2.60%

或

2.80%

是

2.56

1,500 2021/9/9 2021/11/11

1.35%

或

2.65%

或

2.85%

否

--

宁波银

行深圳

光明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1/9/9 2021/12/9

1.00%

或

3.30%

否

--

合计

210.9

注：上述到期收益金额与实际收益金额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投入总金额为 37,200 万元，已收回本金金额为 29,000 万元，未到期余额

为 8,200 万元。公司将依据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361� � �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21-056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控股股东北

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之全

部资产与负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 ），并拟向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以及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财务投资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创新

金属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的历史信息披露情况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因拟筹划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申请股票自 2021 年 7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7）、《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8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

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2657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相关问题

进行回复，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预案信息

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准备回复工作，但鉴于

《问询函》涉及的问题核查及回复工作量较大，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延期回复，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7）、8 月 27 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9 月 3 日披露的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9 月 10 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及相关方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回复，并

对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之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北京华联综合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和《北京华联综合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修订稿）》等公告。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独立财务顾问、拟置出资产的审计机构

和评估机构和标的公司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的选聘工作。截至目前，公司

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

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三、风险提示

1、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且

尚需履行公司及相关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或备案程序，相关事项尚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在首次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

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831�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21-037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三

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雷云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支持乡村振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

所属企业拟以自有资金向青海省祁连县捐赠资金 300 万元。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编号：2021-057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亏

损 1800 万元到 20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 万元到 -1800

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00 万元到

-3800 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26.2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398.26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07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主要矿山停产时间较长，导

致 2021 年前三季度矿产金产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且三季度末有部分库存产

品未销售， 上述原因导致 202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发生亏

损。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16 日


